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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州北草蜥繁殖期脂肪 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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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师范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浙江 杭州 310036，duweiguo@mail．hz．zj．cn) 

摘要 ：2001年在杭州小和山北草蜥繁殖季节的 3个时段分别捕得两性成年个体 ，解剖后鉴定性别 ，分离躯 

干 、尾 、肝脏和腹脂肪体 ，并测定其重量。按雌体 卵的状态 (休 止卵 、卵黄沉积卵和输卵管卵)，卵黄沉积始 

于 3月下旬 (T1)，首窝卵产于 5月上旬 (T2)，部分 (37％)终止繁殖于 6月中旬 (T3)。从 T1到 rI’2，雌性腹 

脂肪体从平均 17．3 mg至消失 ，而雄性从 6．3 mg减至 0．8 mg，雌性减量是雄性的 3倍 。两性 6月中旬腹脂肪体 

消失 ，而躯干、尾和肝脏 的脂肪含量在 3个时段无显著变化。很可能雌性腹脂肪体的消耗使首窝卵产 出时间提 

前 ，从而增加单个繁殖季节 的窝数和总的繁殖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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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zation 0f Lipid in Northern Grass Lizards Takydromus 

；ptentrionalis ‘ H gzhou in the Breeding SeasonseptentnonaUs in Hangzh the Breetlint~ eason 

DU W ei．guo， LU Y．_wei，Jl Xiang 

(&t~ol Life＆ s，HangzhouNormal College，舶，lg ∞ 310036，China，duweiguo@mail．k．虿．m) 

Abstract：Addt northern~rass lizards(Takydromus septentrionalis)were coilemed at Mt．Xiaohe，Hangzhou in 

three periods of the breeding season，2001．They were dissected to determine sex，and storages of lipids in abdominal fat 

bodies，CarCasS，tail and liver．According to the stage of egg development(non-vitellogenetic follicles，yolked follicles， 

and oviductal eggs)，females started vitellogenesis in later March(T1)，produced eggs of the first clutch in early May 

(rI’2)，and panly(37％ ofthe sex)ceased reproduction in mid-June(T3)．From T1 to T2，the abdominal fat body offe． 

males decreased from 17．3 mg on average to zero，an d that of males chan ged from 6．3 mg to 0．8 mg．Th e decline of the 

lipid in females Was 3 times of that of males．However，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lipid contents of the CarCasS， 

tail an d liver in the three pe riod s．It is very likely that the abdominal fat body of females is used for the first clutch of 

eggs， and earlier production of egg s mean s more clutches in the season an d higher reproductive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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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活动导致蜥蜴体内储存脂肪下降 (Derick． 

son， 1976；Castilla& Bauwens， 1990； Brafia et al， 

1992；Benabib，1994)。雌体储存脂肪被用于卵发 

育 ，如：侧斑美洲鬣蜥 (Uta stansburiana) (Hahn 

&Tinkle，1965)、西方强棱蜥 (Sceloporus occiden． 

talis) (Jameson& Allison，1976)、宽头 石龙 子 

(Eumeces laticeps) (Vitt&Cooper，1985)、条纹强 

棱蜥 (Sceloporus grammicus disparilis) (Guillette& 

Bearee，1986)及一些其他蜥蜴科 (Laeertidae)种 

类 (BraSa et al，1992)；雄体储存脂肪减少主要与 

觅偶、交配等繁殖行为有关 (Vitt et al，1978；Or． 

tega& Barbauh，1986；Castilla& Bauwens，1990)。 

北草蜥 (Takydromus septentrionalis)为中国特 

有的蜥蜴科动物 ，在我国大陆有广泛的分布 (Zhao 

et al，1999)。北草蜥体 内贮能在繁殖季节显著下 

降 (Xu et al，2o02)，但其脂肪储存与繁殖状态的 

关系不明。本研究以浙江省杭州种群为对象来揭示 

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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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杭州北草蜥于 3月 中下旬出眠后即开始繁殖 ， 

年产 多 窝 卵 ，5～6月 为 主要 产 卵 期 (Wang， 

1966)。作者于 2001年 3月下旬、5月上旬和 6月 

中旬 ，从杭州市小和山地 区 (29。50 N，119。30 E) 

捕获北草蜥成体 ，测量并鉴定性别 ，随即解剖分离 

为躯干、尾、肝脏和腹脂肪体。雌体的繁殖状态以 

体内卵的状态划分 ，可分为休止卵 (卵巢卵无色透 

明，卵径 <2．5 mm)，卵黄沉积卵 (卵巢卵黄色， 

卵径 >2．5 mm)和输卵管卵 (位于输卵管 ，具卵 

壳，卵径 >6．0mm)。 

将躯干 、尾、肝脏和腹脂肪体置于 65℃恒温 

干燥箱内烘 24h，用 Mettler电子天平称得干重 (精 

度 0．0001 g)。用索 氏脂肪抽提仪 ，以分析纯 乙醚 

作为抽提溶剂，在 55℃条件下抽提 5．5 h测定样品 

的非极性脂肪含量。 

2 结 果 

2．1 雌体繁殖状态 

雌体卵在 3月下旬开始发育 ，其时 25％雌体怀 

卵黄沉积卵。输卵管卵首次出现于 5月上旬，此时 

怀卵黄沉积卵和输卵管卵的雌体各 占 50％左右。6 

月中旬 ，约 37．5％的雌体停止繁殖。 

2．2 腹脂肪体的变化 

3月份 ，75％ (6／8)的雌性具有较大脂肪体 ， 

而雄性仅 25％ (5／20)有脂肪体。5月份，雌体无 

可见腹脂肪体 ，但雄性的 8％ (2／23)仍有。6月 

份 ，雄性腹脂肪体也消失。3～5月，雌性 腹脂肪 

体的平 均减量 (17．3 mg)是雄性减量 (5．5 mg) 

的 3倍 (表 1)。 

2．3 躯干、尾、肝脏非极性脂肪含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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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杭州北草蜥成体腹脂肪体在繁殖季节的重量 

改变 

Table 1 Changes in dry lllaSs of abdominal fat bodies 

during the breedin~m n in adult northern 

grass lizards in Hangzhou X±SE (n)；mg 

3 讨 论 

3月下旬 至 5月上旬是北草蜥首 窝卵 的形成 

期 ，雌体腹脂肪体内储能在该时期被耗尽 ，同期雄 

性脂肪体的消耗量相对为小，显示 了两性繁殖投资 

差异。考虑到北草蜥出眠后即进入繁殖季节 ，此时 

环境温度较低 。低温环境中的食物丰富度低 ，同时 

低温限制北草蜥的日活动时间、摄食量、同化率和 

运动能力 (Ji et al，1994a，1996)，因此，繁殖初 

期北草蜥摄食获取能量受 到低温 限制，在此情况 

下 ，动用腹脂肪体能量形成首窝卵有利于雌体尽早 

繁殖 ，增加单个繁殖季节 内的繁殖窝数 (Ballinger， 

1977；Derickson，1976)，从而提 高雌体繁殖成功 

率。 

蜥蜴体 内的具体储能部位存在种间差异 。北草 

蜥 (本研究)与蓝斑蜥蜴 (Lacerta 。)(Castilla 

&Bauwens，199o)一样是腹脂肪体 ，红腹强棱蜥 

(Sceloporus variablilis)是腹 脂 肪体 和躯 干 (Ben— 

abib，1994)，中国石龙子则是腹脂肪体和尾 (Ji et 

al。1994b)。 

Derickson WK．1976．Lipid storage and utilization in reptiles 【J]． 

Amer． Zoo1．．16：711—723． 

GuiUette LJ， Bearce DA．1986．The reproductive an d fat body cycles 

of the lizard，Scdoporus grammicas microlepidotas [J]．Trans． 

KansasAcad． Sci．。89：31—39． 

Hahn WE，Tinkle DW ． 1965．Fat body~ycling an d experimental evi— 

denceforits adaptive significan ceto ovarian follicular development 

in the lizard，Uta stansburlana 【J J．J．Exp．Zoo／．，158：79 
— 86． 

Jameson DH．Allison TW．1976．Fat and breeding cycles in two IliOn— 

mane populations 0f Sce／oporus occ／denta／／s [J J．J． Herpeto／．， 

10：2l1—220． 

。 一 _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动 物 学 研 究 24卷 

Ji X ，Tang YW ，Hong Y． 1994a． Further observations On activity pat· 

tern and home range ofthe nolthem grasslizard l"alo,dromus septer~． 

trionalis during the breeding seas0n lJ J．Acta Zoo1．Sin．，40： 

2O7—210．[计 翔 ，唐亚文 ，洪卫星 ．1994a．繁殖期北草蜥 

活动型和巢区的进一步观察．动物学报，40：207—210．] 

Ji X ，Xu YG，Zheng XZ．1994b．The major lipid I erves in the 

skink，Eumeces chinens／s lJ J．Zoo／．Res．，15：59—64． 1计 

翔 ，徐永根 ，郑向忠 ．1994b．中国石龙子的主要脂 肪贮存 

部位研究 ．动物学研究 ，l5：59—64．] 

Ji X ， Du WG，Sun PY． 1996． Body temperature，thermal tolerance 

and intluenee of temperature On sprint speed and food assirailation in 

aduh nol'lhem grass liz~ s， Takydromu~septentrionalis lJ J．．，． 

Therm． Bio1．，21： 155— 161． 

Ortega A， Barbault R． 1986． Reproduction in the high elevation lVlexi· 

(38／1 lizard&e／oporus scalaris lJ J．J．1terpeto1．，20：l1l—l14． 

Vin LJ．Cooper WE．1985．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production and 

lloia cycling in the skink Emuces／at／ceps with comments oil brooding 

ecology【J]．／'／erpeto／og／ca，41：419—432． 

Vitt LJ， Van Loben Sels RC， Ohmart RD． 1978．Lizard reproduction： 

Annual vari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orrelates in the iguanid lizard 

Urosaurus graciosus lJJ．tterpnoZog／ca，34：241—253． 

W ang BC． 1966． Studies On the ecology of four species of lizards in 

Hangehow．．II．Breeding lJ J．Aaa Zoo／．S／n．，18：170— 

185．[王培潮 ．1966．杭州 四种蜥蜴的生态研究—— Ⅱ．繁 

殖 ．动物学报 ，l8：170—185．] 
Xu XF，Wu YL，Ou YY．2002．Water and energy content vailation of 

the major energy reserves in adult noltherll grass lizard．rat,r,~-o- 

septentrionalis[J]．Zoo1．Res．，23：44—48． [许雪峰， 

吴义莲 ，欧永跃 ．2OO2．北草蜥 主要贮能部位水分含量 和能 

值的变化 ．动物学研究 ，23：44—48．] 

Zhao ElVl，Zhao KT， Zhou KY， et a1． 1999．Fauna Siniea： Reptilia 

Vo1．2，S~am．t．，1．aeertilia lM J．Beijing：Science Press．263 
— 266． [赵尔宓 ，赵肯堂，周开亚，等．1999．中国动物志 
-  行纲 第二卷 ·有鳞 目·蜥蜴亚 目．北京 ：科学 出版社． 

263—266．] 

———T_『墨瑟谣 一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